
丰帆理财 Pocket PC 2002 版 使用说明 

1. 启动丰帆理财 

在开始菜单中按 程序 按钮 系统会显示一系列应用程序和软件图标 点击其中的 丰

帆理财 图标  丰帆理财 软件即被启动  

2. 系统注册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丰帆理财  程序启动后将会弹出用户注册窗口 请用英文输入

法正确输入您的手机号码 并按 确定 按钮完成 以便今后您能更好的使用我们的软件  
您的设备拥有一个唯一的序列号 当您联系软件或者服务供应商时 请提供该号码 序

列号的获取方式如下 启动 丰帆理财 软件后 点击 菜单 按钮 选择 注册  系统

将显示相应的注册信息 其中的 ID 栏显示即为序列号  

3. 服务器设置 

 丰帆理财 从理财服务器获取实时数据 您需要设置服务器的地址 您的服务提供

商将提供您服务器的地址  
注 通常情况下 您的服务器连接已经预设  
在 丰帆理财 主界面 点击 菜单 按钮 在 系统工具 中点击 服务器设置  

输入相应服务器地址 然后按 确定  通常 正确的服务器地址为 202.109.75.206 
另外 丰帆理财 从理财服务器获取实时数据还需要有正确的互联网接入设置 请参

见本手册后述有关 14. 互联网接入设置 章节  

 



4. 丰帆理财的主界面 

系统注册完毕后 即进入 丰帆理财 主界面 您便可选择浏览新闻 投资理财或查

看行情等功能 只要点击相应的图标按钮 系统即会显示相应的详细内容  

 
在主界面下方有一系列小图标 点击这些小图标 您可以快捷的在几个主要功能之间切

换使用  
 表示大盘走势 
 表示投资管理 
 表示实时行情 
 表示技术分析 
 表示财经新闻 
 表示返回前一个页面 
 表示返回主界面 

 
注 如果您的手机未连接到服务器 或者连接服务器不正确 系统会提示您确认您的连接是

否正常 有关互联网连接的设置请参看 14. 互联网接入设置 一节  

5. 大盘走势 

点击 大盘走势 按钮 系统界面将显示沪 深股市各大市指数 包括 A B股 的实

时数据 涨跌情况 成交量 成交额等 如想查看个别大市指数的详细情况 可选择 属性 

按钮 并可在显示的界面中选择其它指数进行浏览  
单击任一行情指标 如价格 涨跌 成交量等  所有大市指数将自动按该指标升序或

降序排列 令您轻松掌握各指数的相对表现  
点击列表中任一大市指数 即可切换到 实时行情 功能 查看该指数当日的分时行情

走势曲线 具体行情查看功能请参考 7. 实时行情 功能介绍  



 

6. 投资管理 

投资管理界面能显示您持有的或关注的所有股票现实情况 包涵的数据指标有股票代

码 价格 涨跌 持有量 市值 日盈亏和总盈亏 让您对持有的投资组合或追踪的投资对

象任何变化都一目了然 从而及时捕捉交易良机  
同样 单击界面中任一数据指标时 系统按该指标以升序或降序的形式将所有股票重新

排列 满足您多方面的浏览需要  
点击 属性 按钮 可以单一界面显示单一股票的形式对个股的实时行情进行查询 并

可随意在不同股票之间进行切换  
另外 投资管理界面中的 汇总 栏将自动加总计算您持有的所有股票市值 日盈亏和

历史总盈亏 实时显示 帮助您对投资运营情况得到一个整体了解  
点击 刷新 按钮 系统将从服务器获取最新行情 并及时为您计算投资组合的市值盈

亏变化及汇总情况  



 
 管理 功能  
 
1  添加个股 
点击 管理 中的 添加 按钮进入添加个股界面 您可通过输入股票代码的方式

将您所需要的股票加入您的投资组合中  
与此同时 系统特有风险预警功能 您可在此自定义该股票的高位预警价及低位

预警价 一旦该股价格波动超出了您所定义的预警范围 系统将在投资管理主界面

上对该股票显示警告标志 超过高位预警价显示红色箭头 超过低位预警价显示绿

色箭头 另外 软件及服务提供商将及时以短信息预警方式对您提出警告  
 

2  删除个股 
选中目标股票 点击 管理 中的 删除 按钮即可将其从投资组合列表中删除  
 

3  修改个股 
选择目标股票 点击 管理 中的 修改 按钮 您可对该股的初始设置 如高位

预警价和低位预警价等进行修改  
 

4  历史查询 
选择 管理 中的 历史  系统将显示个股的所有交易记录 其中包括买卖方向 

数量 价格 日期 时间及备注 方便用户对该股的交易情况进行了解 同时 可

通过股票代码下拉框选择其它股票进行相应查询  
 修改  
选中任意一条买 卖交易记录 按 管理 中的 修改 按钮 即可对该记录的交

易内容进行修改 如价格 数量 日期等  
 删除  
对于无参考价值的交易记录 可选中后按 管理 中的 删除 按钮将其删除  
 买卖  
此处 买卖 按钮功能同下述投资管理界面菜单中 管理 下的 买卖 选项功能  



 
5  买卖 
点击投资管理界面中 管理 下 买卖 按钮进入记录买卖交易的界面 您可输入

进行交易的股票代码以及每笔交易的价格 数量 日期 时间和相关备注 输入结

束后按交易方向按钮 买 或 卖  系统将记录并保存您的这些交易数据 同时

在管理主页面中反映出来  
 

7. 实时行情 

实时行情界面将准确及时的提供沪深股市个股及大盘的行情走势图 买卖盘及成交明细

等详细情况 您可通过在股票代码下拉式菜单中选择或者自行输入股票代码的方式 调整显

示您所需查看的股票 同时可点击左右方向箭头来查看不同时点上的具体个股行情  

 
 
如下图 在屏幕上方的下拉框中选择 明细 选项 则伴随走势图 屏幕下方会显示成交明

细列表 点击该区域 如下图中圆圈所示部分  即可看到更为详细的明细数据  



 

 

8. 财经新闻 

新闻界面中初始显示为 港澳资讯 一大类  
该类下分为 股市风云   新股信息 与 个股分析 等多档股市热点新闻报道 如下

图  每档新闻分类下均有丰富的相关内容供您选择 点击您感兴趣的新闻标题即可对其进

行阅读  



 

9.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界面为您提供最直观 最及时有效的 K 线技术分析 日线 周线 月线一应

俱全 可通过 K线类型下拉框进行转换 同时 配合有多种技术指标 如MACD EXPMA 

RSI等 在下拉框中可供参考选择 并与 K线图一起显示  
点击左右方向箭头可移动查看不同时间段的个股行情 K线图  

 

10.  涨跌排名 

提供最新沪深两市 A B股多样化的涨跌排名情况 其中包括 今日涨幅 今日跌幅 



今日振幅 今日委比最高 今日委比最低 今日总金额 您可通过排名类型下拉框对其进行

调节 并点击 刷新 按钮获取数据 点击单行股票即可查看该股票的行情信息  

 

11. 代码查询 

提供沪深股市所有股票的名称及相应代码列表 让您轻松简单即可进行查询 更是初入

股市的投资者进行学习和投资的好帮手 点击单行股票即可查看该股票的行情信息  

 

12. 利润计算 

该功能可简单快捷的为您计算出任一股票的盈利详情 点击系统 菜单 按钮 选择 系



统工具 下的 投资计算器  即可进入投资利润计算界面  
您可选择进行计算的股票类型 上证 A股 上证 B股 深证 A股或深证 B股 同时输

入进行交易的数量 买入价与卖出价 点击 计算 按钮 即可立即获得有关盈亏的所有详

情 如总金额 净盈利 盈利率 涨跌幅等  
对于各类型股票进行交易时的各项税率 可点击 税率设置 按钮进入更改界面 然后

进行调整 系统默认为现行沪 深股市中各项交易税率  

 
 

13. 退出丰帆理财 

点击 菜单 选项中顶端的 退出 按钮 即可退出 丰帆理财   
 

14. 互联网接入的设置 

在屏幕左上角的开始菜单里点击 设置 选项 然后选择 连接 中的 连接  在下图所

示圆圈位置选中 Internet 设置 或者其他有效网络连接 但要注意不能用 WAP 设置 

连接 否则连接不到丰帆理财服务器  
注 我们建议您选择 Internet 设置 中的 GPRS 为默认连接 如果您没有开通 GPRS
服务 则也可以选择 GSM 作为默认连接  



 
 

15. 系统要求 

丰帆理财 Pocket PC 2002版 运行于 Pocket PC 2002平台 并支持无线连接的手

持设备上  
 丰帆理财 通过接入互联网获取实时数据 这要求您的手机已开通数据服务 如果

您的手机尚未开通数据服务 请与无线运营商 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 联系 开通数据服务  
请正确设置您手机上的本地时间 丰帆理财 Pocket PC 2002版 显示 K线需要

获取正确的本地时间 具体时间设置请参照您手持设备的使用说明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nf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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